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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产品目标 

 内容 

 关联（The “Glue” ） 

 课堂教学 

 Q & A 



研究: 学生所需 

 小组任务与分析可以吸引商科的学生去图书馆学习 

 小组和个人研究项目都需要统计信息和数据集 

 学生经常引用数据用于论文中，并且举例说明或比喻 

 关于全球市场和行业的关键商业信息，特别是新兴市场 



研究：教师所需 

 教授认为国际商业是商业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特

的领域 

 当今的国际案例研究适合学生 

 国家的详细信息 

   （如经济数据、人口统计、文化、商业惯例等） 

 公司的具体数据和信息 

 统计和财务信息 

 深入覆盖新兴市场 

 



研究: 公司所需 

 批判性思维  & 背景知识 

– 随着技术和组织的变化，有形的商业技能每隔 

    五年会过时 

 全球意识 

– 全球化影响所有商业领域 

– 通过目标数据和信息，分析全球市场和趋势 

 理想候选人： 

– 写作 清晰 

– 思想 创新 

– 分析 定量数据 



产品目标 

Gale Business Insights: Global 为 配合课程和支持案例研究
方法而设计 

 将统计数据整合记述 

 轻松比较和对比 

 支持案例研究 

 全球国家、公司和行业数据 

 图表工具：定制化统计数据集 

 不仅是数据，还是“关联” 

 



核心内容 

 455,000 多份来自 Gale 名录的详细公司简介 

 超过 200 万份投资研究报告/投资经济报告 

 数千份详细的财务报告（包括基础数据和比较工具） 

 超过 1000 份 SWOT 报告（季度更新） 

 超过 5,900 种索引期刊（1980 年至今） 

 超过 10,800 份来自 Gale 出版物的公司历史 

 超过 2,200 份来自 Gale 出版物的公司年表 

 超过 80,000  家公司的 365,000 个产品 



 超过 1,300  个行业概述（包括所有行业）， 

      支持全部 SIC/NAICS  检索和浏览 

 超过 28,000 份行业/市场研究报告  

 超过43,400  份由 Gale 出版的市场份额报告 

 超过 65,000  份 由 Gale 出版的顶尖商业排名 

 超过 2,000 份来自 Gale 出版物的参考文献 

 近 70,000 家商业协会 

核心内容 



增加内容 

 超过 1,000 份案例研究（Case Studies） 

 193 个国家的详细简介  

• 来自 Dunn & Bradstreet 和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的经济风险报告 

• 超过 1,000个国家经济标准 

 超过 500 个 深入的行业简介（全球视角） 

 超过 860 份新增商业杂志和期刊 

 1,200 多个商界管理人士的视频访谈用于
课堂教学 

 2,200 多个商业名词和专业术语 



关联: 连接、比较和对比 

 通过互动工具比较不同国家、公司和行业的统计数据 

 将国家与公司、公司与行业、行业与统计、公司与案 

     例研究等相互关联 

 检索相关统计信息的文章 

 导出不同格式的图表和数据 



汽车-基本检索 



  汽车制造业-行业简介 



行业概述文章 

排名情况、市场研究
期刊文章、协会等 

该行业顶尖国家、 
公司、主要统计数据 

比较该行业的顶尖国家 



可改变数据标准 

 
可将图表另存为不
同格式用于论文中 

 

以“表格”形式浏览 



将表格保存为 
CSV (Excel) 格式 



检索或加入其他公司 



选择公司 



展开“点”数据 



链接至公司页面 



该公司主要统计数据、基础信
息、相关公司、附属行业 

链接至该公司具体内容集 



案例研究 
（Case Studies） 



公司历史和年表 



基础数据 



股票和投资新闻 



投资报告 



新闻文章 



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 

语音朗读技术和包括中文
在内的11种语言翻译文章 

保存、打印、下载、 
引文和分享功能 



公司检索：按照国家、州、城
市、行业、总收入、员工人数 



比较汽车制造业的顶尖国家 



链接至国家页面（韩国） 



来自Dunn & Bradstreet  
的国家风险概述  

该国家的顶尖公司、 
行业和主要统计数据 

浏览该国家的相关案例研究 





高级检索 



将不同内容相互“关联” 



课堂教学 

BI:G applications 



适合案例研究和小组任务 

 许多商科学校实行“案例方法”，学生可以分析和讨论现实

生活中的商业情况并作出判断 

 学生需要针对公司背景、行业和市场做研究，进行SWOT分析

和遵守当今发展状况 

 BI:G 帮助教师与学生提供研究效率，节省搜索数据的时间，

以更多时间分析和评估 

 请看下面案例 



如何用于课堂教学?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商
科学生的任务模拟 

 课程名称“国际策略与组织”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小组任务 

 策划在美国以外国家推广一个产品或服务的想法 

 介绍你想推广的国家，并解释原因 

 解释为什么该产品适合这个国家 

 发展策略：推广的方法和原因 

 解释产品生产的地点与方法 

 提供风险评估 

 可任意选择已存在产品或公司 



举例: 星巴克（ Starbucks）在中国 





公司概述（Company Overview） 

 Starbucks Corp. is headquartered in Seattle, Washington in 
the U.S. It is publically traded on the NASDAQ stock index.  

 Founded in 1971, Starbucks Corp. is a roaster and retailer of 
specialty coffees. As of September 2009, the company 
operated more than 8,832 company‐owned retail stores 
(6,764 in the U.S. and 2,068 internationally) and distributed 
products through an additional 7,803 licensed retail outlets 
(4,956 U.S. and 2,847 international). Starbucks operates 
three business segments: retail stores, foodservice contracts 
and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any’s branded products 
to grocery and convenience stores worldwide.  





行业概述（Industry Overvie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total global coffee 
retail trade was valued at $33 billion USD per year. Mainland 
China consumed annually about 1,500 cups of tea per 
capita, compared to only 1.2 cups of coffee. Since the 
mid‐1980s, the coffee market in China has nearly doubled 
every two years, instant coffee being the most popular. 

 According to a September 2010 news report, coffee prices 
had reached a 13‐year high. World coffee production 
flourished in the 1990s, causing the world's coffee supplies 
to increase, while consumption remained essentially flat, 
particularl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市场概述（Market Overview） 

 In Asia Pacific, the main distribution channels for the hot 
drinks market are independent retailers, which account for 
53.9% of the total market volume. Low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switching costs boost the buyer power 
to a certain extent.  

 Markets within individual countries are typically dominated 
by a small number of companies, with high local brand 
strength. Consumers are likely to b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brand, and this weakens buyer power.  

 Overall, buyer power within the Asia Pacific hot drinks 
market is assessed to be moderate. 





国家风险概述（Country Risks Overview） 

 The economic expansion was in full swing in Q1‐Q2 2010, 
with shippers to China enjoying solid demand. Inflation 
appears under control and is likely to peak at 4% in Q4 
2010, before easing in 2011.  

 The inland provinces are set for further large‐scale growth 
in infrastructure. Rapid wage growth in most coastal areas is 
being offset by rapid productivity gains, sustaining 
corporate profit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S could worsen, given pending 
legislation in Washington as of Q3 2010, and a trade war is 
still possible. Economic frictions over alleged dumping and 
subsidies, and China's yuan, are difficult to contain. 











BI:G 帮助学生思考 



BI:G 教育益处 

 帮助教师和学生节省检索数据和背景信息的时间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时间用来评价和判断信息，提高批判性

思维的技能 

 国际性的范围帮助用户从国际视角分析商业 

 用户可轻松比较不同国家、公司、行业的数据和信息 

 用户可往返于统计数据和文章之间，为数据提供背景，为论

述提供可靠数据 



Q & A 


